
·888· 中华医学教育杂志2015年12月第35卷第6期Chin J Med Edu，December 2015，V01．35，No．6

以问题为基础学习教学对医学生批判性
思维培养效果的研究

黄蕾管晓枫苏娜蔡巧玲

·教学方法·

【摘要】 目的分别研究传统课程体系中低频率的PBL教学和整合式课程体系中高频率的

PBL教学对医学生批判性思维的培养效果。方法 以上海市某医学院2009级一2011级临床医学

专业学生为研究对象，开展2项研究，每项研究设置2个平行对照组，应用CTDI．CV量表在以问题

为基础学习(problem-based learning，PBL)教学前后，分别对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进行评价，并运用

SPSS 19．0进行统计学处理。结果在PBL教学前，2项研究中实验组和对照组的医学生在性别、

年龄、学业成绩和批判性思维得分方面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研究一中低频率PBL教

学后，两组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各维度和总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配对t检验发现，对照组(非

PBL组)在“开放思想”“分析能力”“系统化能力”“求知欲”“认知成熟度”和“批判性思维”方面得

分显著下降(P<0．05)，实验组(PBL组)在“开放思想⋯求知欲”“认知成熟度”和“批判性思维”方

面得分显著下降(P<0．05)，但实验组下降均值小于对照组。研究二中高频率PBL教学后，实验组

(课程整合组)在“求知欲”方面得分显著高于对照组(非课程整合组)(P<0．05)；配对t检验发现：

对照组在“开放思想”“分析能力”‘自信心”和“认知成熟度”方面得分显著下降(P<0．05)，实验组

除“开放思想”维度外，其他维度和批判性思维总分均有所提高，其中“自信心”“求知欲”和“批判

性思维”方面的得分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传统课程体系中低频率PBL教学对

医学生批判性思维培养效果不明显，整合式课程体系中高频率PBL教学对医学生批判性思维培养

有一定效果，尤其在“求知欲”和“自信心”方面的培养成效比较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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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research the effect of low frequency PBL teaching in traditional curricu-

hm and h Jigh frequency PBL teaching in integrated curriculum in medical students’critical thinking im·

provement．Methods Medical students from one of medical school in Shanghai were enrolled in this stud-

Y．Two studies were conducted and each study had two parallel control groups．CTDI-CV Was used to test

students’critical thinking disposition scores before and after the PBL teaching．Spssl9．0 Was used for sta．

tistic analyze．Results Gender，age，academic performance and critical thinking disposition scores had

no statistical difference between experimental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in both two studies(P>0．05)．Re-

suits of study one showed that critical thinking disposition scores had no statistical differences between two

groups after one—academic·year low frequency PBL teaching(P>0．05)．Paired-t-test found that“open-

mindedness”，“analyticity”，“systematicity”，“curiosity”，“cognitive maturity”and“critical thinking

disposition”in control group(none—PBL group)and“open—mindedness”，“curiosity”，“cognitive maturi—

ty”and“critical thinking disposition”in experimental group(PBL group)were significantly declined(P<

0．05)．Results of study two showed that“curiosity”in experimental group(integration curriculum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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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after one—academic—year high frequency PBL teaching(P<0．05)．Paired—t—test

found that“open-mindedness”，“analyticity”，‘‘self-confidence’’and“cognitive maturity”were signifi—

cantly declined in control group(none integration curriculum group)，while“self-confidence”，“curiosi·

ty”and“critical thinking disposition”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in experimental group(P<0．05)．

Conclusions Low frequency of PBL teaching in traditional curriculum didn’t found significant effect

while high frequency of PBL teaching in integrated curriculum has been evidenced positive effect in

students’critical thinking cultivation．especially in the dimension of“curiosity”and“seIf-COnfidence”．

【Key words】 Medical students；Problem—based learning；Traditional curriculum system；Integrat—

ed curriculum system；Critical thinking

批判性思维又称评判性思维，是对所学知识的性质、价

值、真实性和精确性进行分析、评价、推理、解释和判断，并

在此基础上做出合理决策的一种思维方式⋯。鉴于医学问

题具有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特点，医学生能否运用批判的

精神来选择和评判各种信息，从而得出正确的结论尤为重

要。因此，批判性思维被认为是医学生应当具备的基本职

业素养之一。

课堂教学是促进批判性思维发展的主要方式之一，教

学理念、教学氛围、教学方式和教学评价体系均是影响医学

生批判性思维的重要因素。有关研究证明，将批判性思维

的培养融入到课堂教学中，是提高医学生批判性思维的行

之有效的途径‘2J。PBL教学对医学生批判性思维的培养效

果，是近年来医学教育领域研究的热点问题口J。相关研究

证实，PBL教学对培养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有一定成效H1，

且PBL教学所占的比例越高、实施的时间越长，效果就越为

显著，而短期低频率的PBL教学对于提高医学生批判性思

维的效果并不明显‘5⋯。目前，国内部分医学院校正在进行

临床医学专业课程整合，提倡以PBL教学为主导、以器官系

统为基础组织教学主题，从而将不同学科的多个课程模块

进行贯穿重组，其中高频率PBL教学的应用可能对医学生

批判性思维的培养有益。因此，本研究针对目前医学教育

改革的两大热点：PBL教学方法应用和医学课程整合的实

施，分别研究传统课程体系中低频率PBL教学和整合式课

程体系中高频率PBL教学对医学生批判性思维的培养

效果。

1研究方案

1．1研究工具

采用批判性思维能力(中文版)测量表(Critical Think．

ing Disposition Inventory—Chinese Version，CTDI-CV)作为本研

究工具，即由香港彭美慈教授组织并修订的OJn利福尼亚批

判性思维倾向问卷》(CCTDI)中文版，量表共有70个条目，

包括寻找真相、开放思想、分析能力、系统化能力、批判思维

的自信心、求知欲和认知成熟度7个维度。量表的内容效

度为0．89，总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Cronbach’s n)为

0．90，各维度Cronbach’S 0【为0．54—0．77。目前，该量表已

经广泛应用于评测我国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1。

1．2研究设计

1．2．1研究一①研究目的：探讨传统课程体系中低频率

PBL教学对医学生批判性思维的培养效果。②研究对象：

选择上海某医学院校2009级临床医学专业三年级80名学

生为研究对象，按照自然班级将其分为两组，40名学生为实

验组(PBL组)，40名学生为对照组(非PBL组)。两组的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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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均为24人(60．0％)，男生均为16人(40．0％)。对照组

学生的平均年龄为(21．40±0．81)岁；成绩“好”的学生9人

(占比22．5％)，成绩“中”的学生29人(占比72．5％)，成绩

“差”的学生2人(占比5．0％)；实验组学生的平均年龄为

(21．48±0．68)岁；成绩“好”的学生14人(占比35．O％)，

成绩“中”的学生22人(占55．O％)，成绩“差”的学生4人

(占比10．0％)。两组学生在性别(P=0．590)、年龄(P=

0．655)和成绩(P=0．257)方面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③

干预流程及方法：在第三学年开始的第一周，采用CTDI-CV

量表评测研究对象的批判性思维。在这一学年中，实验组

在理论课教学中共开展了3个PBL案例的教学，合计27学

时(占理论课总学时数的5．8％)，对照组则完全采用传统

的课堂教学。学年结束后再次采用CTDI-CV量表评测两组

学生的批判性思维。

1．2．2研究二①研究目的：探讨整合式课程体系中高频

率PBL教学对医学生批判性思维的培养效果。②研究对

象：选择相同医学院中2010级和2011级临床医学专业三年

级72名学生为研究对象。其中，24名学生为实验组(课程

整合组)，包括女生17名(占比70．8％)，男生7名(占比

29．2％)；平均年龄为(19．83±0．87)岁；成绩“好”的学生

10人(占比41．7％)，成绩“中”的学生10人(占比

41．7％)，成绩“差”的学生4人(占比16．7％)。48名学生

为对照组(传统课程组)，包括女生24名(占比50．0％)，男

生24名(占比50．0％)；平均年龄为(20．08土1．25)岁；成绩

“好”的学生16人(占比33．3％)，成绩“中”的学生26人

(占比54．2％)，成绩“差”的学生6人(占比12．5％)。两组

学生在性别(P=0．092)、年龄(P=0．383)和成绩(P=

0．604)方面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③干预流程及方法：

在第三学年开始的第一周，采用CTDI．CV量表评测研究对

象的批判性思维。在这一学年中，实验组实施以器官系统

为中心的整合式课程体系，共开展15个PBL案例的教学，

合计106学时(占理论课总学时数的19．1％)，对照组实施

以学科为中心的教学模式，在理论课程中加入4个PBL案

例的教学，合计36学时(占理论课总学时数的6．0％)。学

年结束后再次采用CTDI．CV量表评测两组学生的批判性

思维。

1．3 PBL教学的保障措施

为了确保PBL教学的实施效果，该医学院建立了一套

PBL教学实施规范流程，并将PBL教学纳入正式的课程计

划，由专门的教学管理人员负责课程的安排和实施；所有

PBL教学案例均由经过培训的教师撰写，经过医学院教学

指导委员会的审批后使用；PBL教学的指导教师也要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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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培训取得资格后才能参与PBL教学。此外，医学院还

建立了PBL教学质量监控体系，并由第三方即教学管理部

门安排专人实施监控，通过教师评价表、学生特质描述表、

学生评分表对师生双方进行评价，及时收集评价结果并分

别进行反馈。

2结果

2．1 PBL教学前2项研究中两组学生批判性思维的比较

实施PBL教学前，分别将2项研究中的实验组和对照

组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评测结果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

显示，在2项研究中，两组学生批判性思维总分和各维度得

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2．2 PBL教学后2项研究中两组学生批判性思维的比较

实施PBL教学后，分别将2项研究中的实验组和对照组

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评测结果再次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进行

比较。结果显示，研究一中实验组批判性思维各维度和总分

均高于对照组，但其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研究二中实验组

批判性思维总分和各维度得分均高于对照组，但仅有“求知

欲”之间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具体结果详见表1。

2．3研究一中PBL教学前后两组学生批判性思维的比较

将研究一中对照组和实验组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前后测

试结果进行配对t检验，发现对照组学生在“开放思想”“分

析能力”“系统化能力”“求知欲”“认知成熟度”和“批判性

思维”6个方面的得分均显著下降；实验组学生在“开放思

想”“求知欲”“认知成熟度”和“批判性思维”4个方面的得

分均显著下降。具体结果详见表2。

2．4研究二中PBL教学前后两组学生批判性思维的比较

将研究二中对照组和实验组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前后测

试结果进行配对t检验，发现对照组学生在“开放思想”“分

析能力”“自信心”和“认知成熟度”4个方面的得分均显著

下降；实验组学生除“开放思想”外，其他维度和总分均有所

提高，其中“自信心⋯’求知欲“和“批判性思维”3个方面的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具体结果详见表3。

表l上海某医学院PBL教学后2项研究中实验组和对照组批判性思维倾向比较(i士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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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讨论

3．1 PBL教学对医学生批判性思维的培养效果

研究一结果显示，实验组学生在实施3个PBL教学案

例后与对照组学生比较，批判性思维总分和各维度得分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说明低频率PBL教学方法对医学生批判

性思维培养效果不显著，这与国内何英霞、阴山燕的研究结

果一致_⋯。研究二结果显示，实验组学生在实施15个

PBL教学案例后，其“求知欲”得分显著高于对照组学生。

经过一学年的学习，对照组学生在“开放思想”“分析能力”

“自信心”和“认知成熟度”方面的得分均显著下降，而实验

组学生在“自信心”“求知欲”和“批判性思维”方面的得分

均显著提高。说明高频率PBL教学方法对医学生批判性思

维培养有一定效果，尤其是在求知精神¨o和自信心H1方面

的成效比较肯定。主要考虑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首先，

PBL教学营造了一种平等轻松的学习氛围。PBL教学以学

生为中心，指导教师是配角，学生有一种自己当家做主的控

制感和归属感，课堂氛围活跃轻松，这对鼓励学生畅所欲言

地发表观点非常重要。其次，鼓励寻找真相，激发求知欲。

PBL教学内容主要围绕临床案例的诊疗，并将基础知识、临

床思维和医学人文加入其中，容易引起学生的兴趣。教学

评价注重学生寻找答案的过程，而不以结果正确与否作为

参考指标，这对鼓励学生探究真相、激发其学习兴趣和求知

欲望很有裨益。再次，培养自信心。PBL教学中指导教师

持谦和、鼓励和肯定的态度，在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自主学

习和解决问题能力的同时，让学生获得了自信和成就感，而

自信心是批判性思维重要的特质之一。

3．2 PBL教学对医学生批判性思维培养的局限性

虽然PBL的教学理念有利于医学生批判性思维的培

养，但在实践过程中存在诸多因素会影响其推广，进而可能

会降低其培养成效。第一，学校机构的限制、管理层教育理

念的冲突和不充足的教育资源，限制了PBL教学实施的广

度和深度。第二，我国医学生习惯了灌输式的教学方法，部

分学生不适应自主学习式的PBL教学，甚至产生学习焦虑。

第三，PBL教学需要大量的指导教师，其对PBL教学方法的

理解程度、角色转变的接受度，以及自身批判性思维能力等

均会影响PBL的教学效果。第四，PBL教学评价体系以主

观指标为主，客观公正性有待进一步研究。

3．3 PBL教学对提高医学生批判性思维培养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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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提高医学教育决策者对PBL教学方法和批判性

思维的认识，将批判性思维纳入到PBL的教学目标中，增加

教学过程中PBL教学的比例，保障PBL教学实施过程中所

需要的经费、人员和场所，确保PBL教学的实施效果。其

次，加强学科之间的协同合作和教学内容的整合，撰写高质

量的PBL教案，提高学生对PBL教学的兴趣。同时，建立定

量和定性相结合的PBL评价系统，引起学生对PBL教学的

重视。最后，加强师资队伍的培训，提高教师对PBL教学和

批判性思维的认识，对PBL指导教师进行规范化的培训，尤

其要重视在PBL教学中有意识地创造培养医学生批判性思

维的教学环境。

综上所述，传统课程体系中低频率的PBL教学对培养

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效果不显著，而整合式课程体系中高

频率的PBL教学对培养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有一定效果，

尤其是在“求知欲”和“自信心”方面的培养成效比较肯定。

因此，建议在医学教学中增加PBL教学的学时比例，并将批

判性思维培养作为PBL的教学目标之一，提高PBL教学的

实施效果及其在医学生批判性思维培养方面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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